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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保 护 署 推 出 的 关 于 天

然气压缩机站监控的新法规于

2017年6月生效。这些法规要求

对2015年9月以来新建或改建的

压缩机站进行甲烷泄漏检测。虽

然环境保护署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减少甲烷(一种烈性温室气体)排

放，经验开始表明利用红外热像

仪执行的常规测试能节省公司成

本以及提升安全性。

案例分析
为了衡量实施这些新法规的效果，在压缩机房执行泄漏

探测及维修的承包商Target Emission Services收集了数次

检测的数据。基于发现的结果，光学气体成像检测不仅使公

司能够遵从EPA法规，而且能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在2017年四个季度和2018

年第一季度期间，Target对5家

压缩机企业位于9个州的104处设

施共执行了224次检测。

每处设施平均有2.4台压缩

机。每次检测事件由一名拥有至

少1,000小时光学气体成像经验

的技术人员执行。他们使用了

一台配备锑化铟探测器的FLIR 

GF320热像仪，分辨率为320×240像素。热像仪在高热灵

敏度模式下可增强泄漏探测能力。

从少量到大量泄漏
泄漏的严重程度由气体流速表示。气流由Hi-f low 

Sampler而非热像仪测得。气体流速小于0.1立方英尺/分钟

(cfm)被视为轻度泄漏，0.1至0.5cfm被视为中度泄漏，大于

0.5cfm被视为重度泄漏。

检测人员共发现1,977处泄漏。其中65%，或者说1,291

处泄漏，为轻度泄漏。其中32%，或者说630处泄漏，为中

度泄漏。另外3%，或者说56处泄漏，为重度泄漏。发现的

最小泄漏仅为0.01cfm，而最大泄漏达7.85cfm。

每cfm逃逸气体相当于大约每年损失1,600美元，因此

7.85cfm意味着每年损失超过12,500美元。

虽然这些数据表明最大的回报来自检测和修复最大泄

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体积计算，大量的小型泄漏大致

相当于较小数量的大型泄漏，两者各自占气体损失的大约

27%，而中型泄漏占45%。

检测发现每处设施平均有19处泄漏，每次检测平均发现

9次泄漏。每处设施的平均总泄漏率为2.4cfm。

显著节省成本
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每次检测的平均监测成本为

1,220美元，维修成本为450美元。这就将带来每年价值

1,609美元的气体成本节省，并

且平均维修周期延长至两年。

为节省的气体价值的净现

值打10%折扣(一种比较耗费

的金钱现值与投资后未来价值

的方法)得出每次检测将产生

1,122美元收益。(见表1.)

表1.在2017年和2018年的5个季度

期间监测到的平均泄漏数和总泄漏

数。(来源：Target Emission Services)

就 所 有 设 施 而 言 ， 每 年 节 省 的 气 体 的 总 价 值 超 过

360,000美元，净现值超过251,000美元。公司无论是否实

现节省，都必须遵从法规要求，因此这大约25万美元可认为

是额外收益。

更高安全性，更低排放量
钱回报不是监测的唯一益处。 另一项益处是更高的安全

性。

在所有发现的泄漏中，有22处被认定为具有潜在安全危

险。在这22处泄漏中，其中7处具有高风险，3处被视作具有

极高风险。如果泄漏引起的高浓度气体开始接近爆炸下限(即

气体会燃烧的浓度)时，那么该泄漏被认为具有危险性。高浓

度构成火灾或爆炸危险，因此，在造成问题之前发现这类泄

漏极其重要。

而且泄漏也会威胁到人员安全。接近60%的泄漏在设施

操作人员或维护人员正在工作的区域被发现。尽管厂方为其

设施配备了气体探测设备，但是却并未意识到这些泄漏。

最后，检测到这些泄漏有利于减排。环境保护署希望能

发现泄漏，以便减少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量。在这些检测中

发现的甲烷总量相当于每年排放59,000公吨二氧化碳。

随时间推移而改善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凭借新项目，最早的检测通常发

现最多泄漏，在随后的检测中出现的泄漏更少。前后两次检

测发现的泄漏数平均下降18%，泄漏率平均下降23%。但

是，不同设施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两次检测之间最大的

泄漏次数增长百分比为1,066%，最大的泄漏率增长百分比

为3,800%。而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两次检测之间最大的

泄漏次数减少百分比为90%，最大的泄漏率降低百分比为

96.9%。仅有5%的泄漏重复发生。(见图1.) 

图1.被检测压缩设施处的泄漏次数和泄漏率从第一次检测到第四次检

测通常会减少。(来源：Target Emission Services)

大多数增长可归因于某些设施在检测之时未运营的事

实，这通常发生在一年当中天然气需求较低的时节。在设备

运行和加压情况下进行的后续检测自然会发现更高的泄漏

率。此外，在设备被拆开或重新组装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

泄漏。如果没有这些运行状态变化，先后两次检测发现的泄

漏数通常会下降。到第4次季度检查的时候， 某些无法在1个

月内解决的特别棘手的问题会被列为“修复延误”(DOR)，

并且3%的泄漏属于此类问题。仅有3%的问题为逾期，这些

问题既未得到解决也未被列为DOR。

优势明显
总的来说，Target的案例分析发现，使用光学气体成

像技术查找和修复泄漏能消除气体浪费问题，因而能为公司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附带效益包括增强工厂和员工的安全

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Target发现设施操作人员对所需修

复的问题反应积极，重复发生的泄漏数可忽略不计。季度检

测增加了检测每台处于全工况运行模式的压缩机的概率，可

以预见，在全工况运行模式下，检测到的泄漏数最多。简言

之，光学气体成像技术不仅使压缩机公司能满足法规要求，

而且能节省公司成本并让设施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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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炎热之时，德图应客

户要求携德图红外热像

仪来到南京市某家居卖

场，协助第三方工程人

员进行卖场平台层的防

水层及保温层预检测，现场演示如何操作热像仪精准定位缺

陷区域。

 

平台层结构：
卖场平台层铺置15cm岩棉保温层和PVC防水层，对应

室内面为钢制板结构。 

第三方工程人员的困惑：
1）安装完毕后，防水/保温层质量如何验收；

2）每年一次检查保温/防水层是否存在缺陷；

3）日常巡查时如何精准定位潜在的缺陷位置以及判断渗

漏点大小。

作业过程和结果分析：

平台层检测
理想的检测条件：雨后且阳光照射2h内，不宜正午或下

午日照强烈的情况下检测，建议测量时间为上午9点前或下午

5点半之后。

检测1：为建筑

天台地面温度，由

于非雨后且为正午

拍摄，发现地表有

温度异常区，但差

异性不大，建议在

雨后进行复检。

室内钢制板顶检测
由于室内顶为钢制板结构，容易反射，且现场热源干扰

较多，建议在晚上关闭光源及空调系统后再行正式作业，以

区别渗漏湿气凝结区与正常区域。

检测2：热图

中的区域呈现图片

结构差异，明显看

出热区扩散，与线

性均匀度有差异，

建议可进行局部复

检。

检测3：可见

此区域呈现温度异

常，但根据现场情

况判断该区域的钢

制板的厚度与其它

区域不一致，因此

产生温度不同，初

步判定为非故障区。

 检测4：钢板顶层热图结构清晰，温度分布均匀，未见

异常渗漏点。

夏季炎热难耐，冬季寒

气逼人。每到"知冷知热"的

时刻，我们总是抱怨空调不

给力，那么究竟该如何判断

空调是否有问题呢？其实很

简单，不用找暖通空调工程

师，自己也能搞定！

下面，本文就告诉你如何检测空调状态，判断其是否有问题，

使用FLIR ONE Pro专业版手机红外热像仪，可快速安全的检测空

调的运行状态。清晰显示出温度场的分布状态，一目了然的发现温

度异常分布情况，从而实现精准地定位故障。

真的如此简单吗？一款小小的热

像仪就可以搞定？事实胜于雄辩，下

面，菲力尔用事实说服你。

 近日，FLIR与中华工控网，联合

举办了产品有奖体验活动，来自湖北

某电器公司的服务工程师杨工，正好

对FLIR ONE Pro进行了试用，本文就

带你走进李工的产品体验过程，看看FLIR ONE Pro的真实性能。

使用场景：

我的工作包括空调冷水机组及空气能热泵冷热双制中央空调

系统的检测与维护，地面或屋顶等固定的设备，使用常规的检测仪

器设备或红外测温仪都很容易完成。对于在工厂、商场、车站候车

厅等设备人员密集场所，多使用盘管风机为中央空调的末端原件。

安装高度有2.8~6.5米，如果要检测这种工况空调工作情况及核查

故障点需要架梯或移动脚手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需动用较多

的资源比较繁琐。现在使用菲力尔FLIR CX、EX、ONE PRO等

红外热像仪都能很安全便捷轻松完成这样的检测工作。确实简单多

了。我使用的是FLIR ONE PRO（Android）红外热像仪。

下面两张图片是使用ONE PRO热像仪进行实地检测的照片。

对比两张照片，可以看出该风机盘管正通电运行，并送出冷

风，左侧是普通可见光图，右侧是红外像图，白色的是通电运行

的两台风机，黑色为吹出的冷风。由于ONE PRO使用的条件为

0.3~1米，实际距离有4.0米并有一定的夹角，只能作定性判断。

下面的两张红外热像图是实际测试燃气炉熄火后的热图，检测热

水管的图像，壁挂空调室内机组运行热图及台式风扇通电运行热图。  

该仪器使用便捷，操作简单容易

上手，当然要想玩转红外热像仪还是

需要仪器厂家专业的培训。

以上就是杨工的产品体验过程，不难发现，FLIR ONE Pro可

以轻松的检测出空调的故障，其实，FLIR ONE Pro的功能特点不

仅仅于此，还有很多优点。

首先，采用VividIR图像处理功能，可以观察到更多的细节部

分。其次，使用OneFit高度可调节连接器，使得FLIR ONE Pro

可以轻松适配您的手机。甚至不需要将手机从保护外壳中取出便能

使用。最后，FLIR ONE Pro能一次测量多个温度或多个感兴趣区

域，并且将数据传输用户的智能手表或手机，用户远程即可查看。

所以，不仅仅是检查暖通空调，在检查配电板问题或是查找水

渍，FLIR ONE Pro都是工程师最专业的工具。

日本在农业方面，正面临着如劳动者老年化、后继无人、TP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导致的贸易自由化等诸多非常棘手

的问题。为了化解这些问题，围绕农业最佳化和自动化的研究也开

展的如火如荼。

由 东 京 大 学 大

学院工学系研究科

的三宅亮教授、秋

天县立大学生物资

源科学部的小川敦

史教授、广岛大学

纳米材料与生物结

合科学研究所的小

出哲士准教授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战略的基础

研究（JST CREST）方面，以“针对建立在农田用耐用仪器与农

作物循环系统流体回路模型基础上的性状改变推测技术的研究”为

研究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

广岛大学纳米材料与生物结合科学研究所(RNBS)的小出哲士

准教授研究团队，担任的是对农作物栽培过程中的各种数据进行采

集和分析这部分的科研工作。使用红外热成像摄像机FLIR AX8获

取的农作物栽培过程的温度图像，使得至今为止无法看到的以时间

为序列的农作物表面温度实现了“可视化”，对农业的最佳化和自

动化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业人口老年化与生产经验
按照广岛大学纳米材料与生物结合科学研究所小出哲士准教授

的话来说，“要想真正继承到农家老把式的经验和技巧，首先就必

须对各种数据进行必要的采集”。

日本在农业方面，针对劳动者老年化、后继无人等现象，以从

多种角度实现自动化为目标的科研活动正在不断扩大。日本现在仍

然是位列世界第五的农业大国。但可惜的是，现实情况其农业人口

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为65岁以上的老年者，35岁以下的强壮劳动力仅

占5%，这已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继承农业生产经验和技巧，对于生产农作物而言是最为重要的

一件事，近些年来，由于后继人员匮乏，所以科研人员正不断通过

各种渠道对农业生产经验进行数据化处理。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

一点是，上述这些数据如何能够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而

重中之重又是，对肥料和养分的调整。小出哲士准教授这样说到，

“日本各地的气候基本上都不相同，而且即使在日本国内，由于存

在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气候环

境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以 去 年 为 例 ， 东 北 地 区 与

常年相比,就发生了日照不足的

情 况 。  但 是 由 于 使 用 了 F L I R 

AX8，使得对农作物表面温度数

据的积累工作成为可能。现在所

推进的研究，不仅仅是通过对温

度数据的积累可以测量到整体的

温度分布，还希望能够实现仅针

对特定区域的日照时间长短等农

作物信息的“可视化”。

在气候环境变化方面，往往会根据常年情况进行预测，但现实

情况是常常会与预测发生很大偏差。但人们期待着，如果通过长期

安装固定式摄像头，能够实时且定期地同时采集到温度数据、热成

像以及可视图像的话，则今后就有可能实现更加有的放矢，即以完

全顺应环境变化的形式、根据不同环境情况来施投肥料或养分。

决定大米等级命运的育种工作
日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如上所述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但与

之相反的是，农作物的品种改良（=育种）却非常盛行，这其中大

米的品种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目前，就日本的大米品种数量而言，

仅仅是在国内进行过品种注册的就有800种以上，品种改良的速度

可谓非常之快。

在品种改良方面，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作用。

近些年来，日本的高温化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已经到了可

以称之为气候异常的程度。受到这种高温化现象影响的不仅仅是

人类或动物，农作物也同样深受其扰。以大米为例，如果在大米

成熟阶段遇到持续高温天气，会发生所谓的“高温障碍”，也就

是会形成大量的未成熟白色米。而发生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全部是

由于气温高所导致的，农业人员的浇水或施肥管理没有跟上也是

原因之一。

大米如果发生这样的“高温障碍”，其本身的等级将受到很大

的影响。

而针对这种情况，如果通过导入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实时获取

到温度分布或热成像数据，可以发现大米成长与“高温障碍”发生

趋势的关联性的话，则有可能通过尽早地采取对策，营造出适合大

米成长的环境，将大米所受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另外，

通过对温度数据的积累，可以了解到禾苗或稻叶的日照时间及温度

分布情况，进而通过提供与其相对应的灌水量，也可以减轻大米所

受到的损失。更进一步的话，人们期待着数据积累还可以成为在明

年、后年是否提早或推迟进行育苗的判断依据，也就是可以对仅仅

靠人类生产经验所无法对应的部分进行有数据依据的补足。

利用温度数据对叶子的日照时间及温度分布进行确认的情形。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特别有效果的理由，在于它可以实时对稻

叶的温度状况进行监视。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将稻叶置于测量仪腔体

内，对其光合成状态进行测量，而使用红外热成像摄像机，是在稻

叶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测量稻叶温度，因此有可能了解到稻叶温

度与蒸腾作用的关系。人们期待着以这样的状态观测为切入口，可

以通过改善对稻田的管理来提升水稻品质，防止发生以往的那种由

于“高温障碍”所导致的等级下降情况。小出哲士准教授这样说

到，“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研究，并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今后可以应

用到广岛县特产的农作物生产上”。

针对未来农业的愿景
针对科研目标方面小出哲士准教授这样说到，“作为针对未来

的愿景，我们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使下一代栽培技术实现实用化，

推广图像传感技术，使得农业人员都能够使用它，并且该技术还应

该是简便易行的”。传统的农耕方法，是根据农家老把式的经验和

技巧等农业知识为依据进行育苗，而通过定期的实时获取温度数据

来得出稻子或稻叶的温度趋势曲线的做法，至今为止是没有人尝试

过的，所以它是初次试水。而通过这样的记录温度趋势，非常有可

能可以测量出水稻的光合成状态。而针对高温障碍的趋势可以实现

可视化的FLIR AX8，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当前，针对JST CREST科研项目各个大学在使用着各种各样

的传感器件，同时各大学都在努力设法从众多传感器件中筛选出对

下一代栽培技术有帮助作用的传感器及传感信息。我们FLIR公司的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由于采取的是温度数据与图像相叠加的结合型

技术，所以我们非常自信，它一定会对农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我们期待着，以红外热成像摄像机为首的图像传感技术，能

够为提升日本农业的生产效率、发展下一代栽培技术作出积极的

贡献。

红外热像仪在常规测试方面的应用

热像仪在建筑防水及保温检测中的应用

如何使用菲力尔产品判断空调是否有问题

小型红外热像仪在农业上的应用


